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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功企业家的管理智慧,可以升华企业的运营模式,让企业具备国际竞争力；同时能够打造高效
团队,有效提升企业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而且对于培养商战谋略、提高市场占有率以及提升企业竞
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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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wisdom of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blimates the operation mode of enterprises
and enables enterprises to ha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build an efficient team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hesion and execution of the enterprise team; Moreover,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business strategy, increasing market share and enhanc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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